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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署

国际能源署是一个自治机构，创立于1974年11月。其在过去和现在都具有两重使 
命：通过对石油供应的实际中断做出集体响应来促进其成员国的能源安全；为其29 
个成员国及其他国家提供确保可靠、廉价的清洁能源供应方法的权威研究和分析。 国
际能源署在其成员国之间开展全面的能源合作计划，每个成员国都有义务持有相当于

其90天净进口的石油库存。国际能源署的目标是：

n  确保成员国获得可靠、充足的各种形式能源供应；特别是，在石油供应中断时要通过维持

有效的应急响应能力来实现。

n  促进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能源政策，尤其是要减少导致气候

变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

n  通过采集和分析能源数据改善国际市场的透明度。

n  支持全球能源技术协作，保障未来能源供应并减轻其环境影响，包括通过改

善能源效率以及开发和推广低碳技术。

n  通过和非成员国、产业界、国际组织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接触
和对话找到全球能源挑战的解决方案。

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包括:

   澳大利亚
  奥地利 

 比利时

 加拿大

捷克

丹麦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

韩国

卢森堡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斯洛伐克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英国

美国

欧洲委员会也参与了国际能源署的工作.

请注意本出版物在使用和分发时
有具体限制。相关条款请参照： 

www.iea.org/t&c/

© OECD/IEA, 2018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ebsite: www.iea.org

Together

Secure
Sustainable



执行概要 

COAL 2017 3 

执行概要 

煤炭停滞的十年 

全球煤炭需求2016年连续第二年下降，接近1990年代初连续两年下降的记录。全球煤炭需求

2016年下降了1.9%，降至53.57亿吨标准煤，天然气价格走低，可再生能源激增以及能源效率

的提高，都对煤炭消费产生重大影响。2014年以来煤炭需求下降了4.2 %，几乎与1990 -1992年

的降幅持平，那是IEA开始编制统计数据40多年以来两年内 大的下降。2016年，印度和其他

亚洲国家增加的煤炭消费无法抵消美国、中国（需求连续第三年下降）和英国（降幅超过

50 %）的大幅下降。在美国，煤炭在电力部门的主导地位因天然气价格低而削弱；在中国，煤

炭需求下降的主因是工业和民用领域的煤炭消费减少，这与改善空气质量的努力有关；而在英

国， 近推出的碳价格下限已经敲响了发电用煤的丧钟。 

煤炭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份额预计将从2016年的27 %降至2022年的26%，原因是煤炭需求增长

相较其他燃料迟缓。到2022年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印度、东南亚和亚洲其他几个国家。欧洲、加

拿大、美国和中国的煤炭需求下降，中国是迄今为止 大的煤炭消费国，我们预测其煤炭需求

将呈结构性而缓慢的下降，期间伴随一些与短期市场需求有关的波动。由于这些截然不同的趋

势，2022年全球煤炭需求达到55.3亿吨标准煤，仅仅略高于当前水平，这意味着煤炭消费几乎

停滞了十年左右。尽管2016-2022年间燃煤发电量每年增长1.2 %，但到2022年其占电力结构的

份额降至36%以下，为IEA开始统计数据以来的 低水平。 

一些需求中心正在衰退而另一些正在兴起 

煤炭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前景暗淡。煤炭在欧洲的未来越来越系于波兰和德国，这两个国家的

煤炭消费量占欧盟的一半以上。在波兰，预计到2022年煤炭需求将保持稳定。在德国，尽管核

电逐步淘汰，煤炭需求也在下降，煤炭消费仍对煤炭、天然气和二氧化碳的相对价格高度敏

感。德国煤炭需求的下降可能会因政策变化而加速。对欧洲大多数国家来说，随着越来越多的

国家关闭或正在关闭燃煤电厂，煤炭正逐步变成能源结构中无关紧要的一部分。到2022年，波

兰以外的欧洲硬煤产量降至边际水平；在一些国家褐煤的生产仍然有意义，但褐煤产量会随着

电力发展趋势呈下降走势。 

巴基斯坦出现在全球煤炭版图中，其他国家可能紧随其后。巴基斯坦拥有丰富的塔尔褐煤资

源，但却面临着严重的能源短缺，因此，巴基斯坦将在今后几年内依靠国内和进口煤炭供电。

我们预测，2016至2022年间煤炭需求将增长三倍以上，巴基斯坦正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市场参

与者，进口煤炭占其消费量的一半。孟加拉国也计划大力使用煤炭，尽管到2022年进展有限。

埃及推迟了其煤炭发电计划，而阿联酋将在迪拜启动中东第一座大型燃煤电厂。然而，与今天

的煤炭消费大国相比，这些增幅并不明显:到2022年，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合计将占印度煤炭

消费量的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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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煤价与波动性并存 

中国偏紧的市场以及一些供应事件推高了2017年的煤炭价格。2017年一季度，电煤价格从2016

年底的高点降至70美元/吨（欧洲的价格）。此后，中国电力需求激增带来的煤炭需求增加，

以及一些主要煤炭出口国的供应问题，共同推动电煤价格攀升至2017年9月的95美元/吨。现货

焦煤价格的波动更加剧烈，飓风“黛比”袭击昆士兰之后，2017年4月现货焦煤价格几乎翻了

一番，达到290美元/吨（澳大利亚离岸价）。在6月份跌破140美元/ 吨之后，焦煤价格9月份

上涨至200美元/吨以上，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强劲需求。 

价格波动将继续存在。鉴于中国在全球煤炭贸易中的巨大规模和主导地位，无论是政策还是经

济环境的变化，都会加剧全球煤炭市场的波动。当与供应中断相结合时，这种波动性被放大。

煤炭价格将继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因此，中国煤炭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煤炭价

格演变的关键。在出口国中，印度尼西亚值得特别关注：扩大的国内需求，加上产量增加的限

制，可能会增加市场偏紧度，进而推高价格。在需求侧，中国、印度、韩国和日本的进口水平

是关键的不确定因素。 

煤炭贸易面临着极高的不确定性 

面向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煤炭出口存在压力。中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包括印度的煤炭

进口和国内生产之间脆弱的平衡使其过去几年的煤炭进口波动较大，东北亚地区进口情况的稳

定则给煤炭出口国带来了一丝安慰。但这种情况已经成为历史。在日本，电力需求萎靡，可再

生能源快速发展，核电可能加速重启，这些因素给煤炭带来了下行的风险。而这与上游方面大

量准备投产的煤电装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韩国，政府正努力降低煤炭在电力结构中的份

额，但仍有超过5吉瓦的新增煤电并网运行，此外还有4吉瓦的装机在建。在中国台湾地区，新

增煤炭产能将要建成投产，但全社会对于煤炭项目的反对却日益高涨。 

尽管煤价上涨，对采煤的投资已经枯竭。煤炭开采的生产成本已经在2015年降到极限，随着煤

炭价格的回升，削减生产成本已经不那么紧要。虽然近期价格上涨受到生产商的欢迎，但并没

有导致他们行为的变化。2013-15年低迷的煤价造成的损失仍历历在目，此外，由于担心煤炭

市场供应过剩，供应侧的节制原则依旧是本行业的金科玉律。尽管2017年产量预计将增加，我

们的预测显示，到2022年这段时间内，煤炭海运贸易量将缩减，即便印度和韩国的煤炭贸易量

有上行趋势。目前的高煤价被认为是中国政策调控的结果，而非传统意义上供应紧张的信号，

因此投资者信心依旧不足。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和预期的价格波动，除了煤炭生产的投资与满足

巨大的国内需求紧密相连的中国与印度，煤炭生产领域的大额投资缺乏动力。 

理解中国的政策重点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承诺要“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虽然中国的燃煤发电在增长，但中国

的煤炭需求在2014、2015和2016年持续下降。造成这一鲜明反差的主要原因是小型工业和民用

燃煤锅炉的燃煤替代，同时电力、钢铁和水泥行业的能效提升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也将影

响到未来的煤炭利用情况。提高空气质量成为了政策调控的重点所在，我们预计有1亿吨工业

（不包括钢铁与水泥行业）和民用领域的散煤将被天然气所替代。加上重工业发展已经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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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2年这段时间内预测的煤炭需求将下降，尽管在煤炭转化和燃煤发电领域的增长仍将持

续。即便如此，到2022年，煤炭仍占中国能源需求的55%以上。 

一个有竞争力、有经济效益并且安全的煤炭开采行业对中国的经济至关重要。保证煤炭行业的

经济效益和采煤的安全性是近期的政策重点，而为了避免使煤炭行业拖累中国经济的发展，该

行业的竞争力是另一项中期目标。但削减成本极具挑战性。关停或合并效率低下的煤矿、缓解

煤炭运输瓶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但会被资源条件恶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不断增加

的运输距离所抵消。产能过剩的问题亟待解决，而煤矿关停和失业等社会问题对地方造成的影

响也不容忽视。 

印度煤炭行业继续发展 

尽管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印度煤炭的消费量将持续上升。燃煤电厂数量不断增多但出力不足

60%，而电力需求强劲，一直到2022年，燃煤发电量预计将以年均4%的增速发展。除电力行业

以外，由于经济增长强劲，动力煤需求增长集中在工业领域，而不断增长的钢铁消费、房屋建

筑、铁路建设以及造船业、国防业和汽车制造业等钢铁需求极大的行业的发展则导致了对焦煤

的需求不断扩大。 

考虑到印度政府采取措施减少煤炭进口依存度，我们在预测中相比上一年大幅降低了印度动力

煤进口量的估计。降低煤炭进口的一些政策已经开始落实，我们预计尽管印度本土煤质较差，

这些政策仍然会起到抑制进口的作用。国有的Singareni煤矿有限公司未来的增产，自备煤矿和

商业性煤炭开采（如果存在的话）都将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持有雄心勃勃的煤炭生产目标的

印度煤矿公司的表现将对满足政府降低进口的渴求至关重要。对于焦煤而言，质量导致的问题

更难以解决，因此我们预测直到2022年进口增长率将保持在5%以上。 

美国煤炭迎来更好的发展时期？ 

2017年美国煤炭行情利好。联邦政府实施的政策给煤炭行业带来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国内

天然气价格上涨使电力行业的煤炭需求上升，而国际煤价的上涨则促进了煤炭出口，给煤炭企

业带来收益。采煤业的监管审查和金融环境得到了改善。自2011年以来美国首个新的煤矿项目

于五月开工，其他项目也进行了公告。然而，低迷的电力需求、充足的天然气供应和可再生能

源的增长将持续阻碍煤炭消费的增长，也限制了大规模新建燃煤电厂的可能性。因此，2022年

美国的煤炭产量预计会达到5.1亿吨标准煤，与目前水平持平，而需求将降至4.7亿吨标准煤，

相当于预测期间平均每年下降1%。 

美国对国际煤炭市场将维持其机动生产国的地位。近期政策和监管环境的变化降低了美国煤炭

生产的成本，但是不会改变其在全球海运供应成本曲线的相对位置。2017年，国际煤炭进口和

价格的提升使美国出口量增加，但随着价格增长放缓，出口量也会减少。直到2022年，澳大利

亚将保持世界 大煤炭出口国的地位。俄罗斯、哥伦比亚和南非将挤占印度尼西亚的部分份

额，出口量实现一定的增加。由于美国是机动生产国，在所有的煤炭出口国中，美国煤炭出口

水平的不确定性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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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的新进展至关重要 

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急需行动支持。2017年，CCUS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世界上 大的CCUS项

目Petra Nova Carbon Capture的投入运行，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CCUS的技术进展远

远落后于其他低碳技术。政府和企业界的能源领袖一致认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支持该技术的

发展。如果没有CCUS技术，气候变化的挑战将更为严峻。因此，国际能源署将于各国和行业领

袖们一同努力，为这项关键技术提供新的动力。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

术，未来煤炭的利用会受到严重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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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L 2O17

作为一个多世纪以来都占据支配地位的燃料，煤炭的未来依然是

能源领域最紧迫的议题之一。由于其温室气体效应，煤炭在世界许

多地区承压。在发电行业，它正在被廉价及充足的天然气以及高速

增长并且成本急跌的可再生能源所挤压。 

与此同时，由于煤炭三大市场-中国、印度与美国-的更强劲消费，

最近几年全球煤炭需求下滑的态势已经得以扭转。虽然这类增长

对于中国和美国预计难以持久，但印度显然不在此列。即便考虑到

能效改进及可再生能源推广，经济增长所需的更高能源消耗将推

动印度扩大煤炭的使用。 

国际能源署2017年版的煤炭市场与分析报告就直至2022年的全球

及地区层面的煤炭需求、供给与贸易的最近趋势及预测提供了全面

的分析。本报告的真知灼见可以帮助理解煤炭市场的现状，并打开

了解该燃料未来五年发展的一扇窗口。

Analysis and Forecasts to 2O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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